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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情

探索与发展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
截至目前，全州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80项（485处），其
中国家级项目 15项；省级以上项目 109 项（111处）；州级以
上项目210项（215处）；县级以上项目480 项（485处）。

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水书习俗、水族端节、
水族马尾绣、毛南族打猴鼓、瑶族猴鼓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15项；有水族婚俗、瑶族打陀螺、都匀毛尖茶制作工
艺等省级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09项（111处）；有布依族
古歌、巴江农民画等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10 项（215
处）；有福泉葛镜桥和古城垣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58处；有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6个，民族文化生态
保护试验区3个，非遗项目总量居贵州第二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联结民族情感、维系国

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
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水平。

为加强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利用
工作，弘扬黔南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和社会凝聚力，我州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完
善调查记录体系。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完善档案
制度，加强档案数字化建设，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实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专业记

录水平，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

同时，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民间文学的
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式。提高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的实践频次和展演水平，深入实施
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加大对优秀剧本、曲本创
作的扶持力度，增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推动传统体育、游艺纳入全民健身活动。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物质
文化遗产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保护、城市建设相结合，保护文化
传统，守住文化根脉。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消费潜力，支持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业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出一批具有鲜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主题旅游
线路、研学旅游产品和演艺作品。 （本报记者 龙毓虎）

我州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本报讯 近日，在国家湿地公园清水江畔、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都匀市匀东镇新场村苗寨，40多名苗
族同胞和 10多名来自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
院的师生坐在新场小学教室，聆听黔南师院布依族博士、
教授韦启卫给大家用中文、英文以及布依族、苗族、水族
等少数民族语言上课《走出大山》：

“Narration：I wanna go out of the mountains. I wanna
go out of the mountains. I wanna see the outside world and
keep up with the times. I wanna go out of the mountains. I
wanna change my life to be better for tomorrow.”

根据英文歌曲Sailing编译成中文旁白：“我要走出大
山，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跟上时代的潮流，我
要走出大山，我要改变命运，为了明天更美好。”

课堂上有60多岁的苗族老奶奶、也有年轻的大学生
志愿者，他们齐聚一堂，其中苗族同胞教大学生学习苗族
语言、苗族蜡染纺织等非遗传统文化，大学生教苗族同胞
英语、中文等现代乡村旅游文化，彼此互相交流、共同学
习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让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的少数民
族同胞精神追求和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气氛活跃。

韦启卫教授说，这主要是引导摘掉“千年贫困帽子”
的少数民族同胞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投入乡村振

兴、大胆与世界接触，各民族同胞共同繁荣发展。
据了解，此次培训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主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
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民族研究院承办，贵州苗花溪庄
园数智文旅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文隽永 摄影报道）

本报讯 7 月 23 日，2022 年福泉市
陆坪镇“六·二四”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开展，山
歌、篮球、斗鸟、板凳舞等丰富多彩的比
赛吸引了福泉以及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在民族团结山歌比赛现场，来自贵
阳、都匀、瓮安等周边县市及福泉本地
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山歌爱好者们纷
纷围绕喜迎党的二十大、弘扬民族文
化、助力乡村振兴主题进行即兴创作，
以歌传情、以歌会友，通过歌声感恩党
的好政策，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既丰富
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促进了各民族
间的文化交流沟通。

舞台上，参赛选手们身着独具地方
民族特色的服饰，用甜美的歌声尽情展
示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风情和时代风
采，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民族文
化盛宴。舞台下，观众掌声、喝彩声不
断，大家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的同时，
还不忘掏出手机记录下各个精彩的瞬
间。

参赛选手罗涛涛说：“我来自都匀，
今天特地来到福泉陆坪参加这场比赛，
我很高兴登上这个舞台，让我认识了很
多优秀的歌手，听到了很多美妙的歌
声，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过来参加比赛，
大家相互切磋和交流，一起热热闹闹
的、开开心心的。”

参赛选手李超、王道平说：“我们是
贵阳南明区布依协会的，第一次来福泉参加山歌比赛，很高兴
来到福泉，福泉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们玩得很开心，下次福泉
举办这种活动我们还要来参加。”

活动当天，除了精彩绝伦的山歌比赛，还有板凳舞比赛、篮
球赛、拔河比赛等，陆坪镇民族文化广场热闹非凡，各民族群众
欢聚一堂，以赛会友促团结，载歌载舞话发展。

图为山歌比赛现场。 （本报福泉记者站 黄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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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特色非遗传
承，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近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大
学生调研团队到三都开展为期7天的非遗项目田野调查。

在三都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开展的围绕“三都水族非遗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进行授课，
让更多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感受水族独特的文化和非
遗魅力。现场师生们认真听讲，并不时用手机记录，线上师生积
极地响应。

调研团深入传统村落，拜访水书先生、马尾绣手工艺人，参
观蜡染制作工厂、文化旅游发展公司、贵州水族博物馆、水族家
庭博物馆等。团队成员真切感受到了三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了解了当地手工艺人和农户的需求，为后期非遗项目产品设
计搜集了大量素材。团队将重点围绕“非遗+文创”，结合专业
优势，用文创设计助力三都非遗产业发展，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
造力做乡村振兴的践行者。

据了解，调研团队成员为创意设计学院各个专业的优秀学
生代表，此次实践活动旨在发挥专业特长，开发设计水族文化内
涵丰富的文创产品，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实践团队对
水书、马尾绣、蜡染等非遗项目进行了解和资料收集，并探索设
计衍生品。目前，已经完成雨伞、水杯、手机壳、水历书等 20多
个种类的产品创作，这些形式新颖的非遗文创产品，兼具古老技
艺和现代审美表达，为传统的文化、手工艺品焕发新的生命力，
将有力助推当地非遗工坊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带动更多群众
致富。 （本报三都记者站 张奕）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到三都开展非遗项目田野调查

荔波县瑶山村位于瑶山古寨核心区，是国家级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集聚区。为充分借用荔波县大小七孔
景区旅游热度和传统村落保护红利，荔波县在瑶山村实施旅
游开发取得可喜成效，助推了瑶山乡村振兴。

2020年来荔波县投入财政衔接资金、广州对口帮扶资金
1718万元，撬动民间资本，实施瑶山古寨景区旅游开发，通过
完善基础设施、创建扶贫车间、发展中药材产业、盘活古寨闲
置房，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的经营模式，将 18栋老旧木
房流转改造成为民宿客栈，以拉片传统村落保护为基础，瑶族
文化传承为底色，克服旅游市场低迷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
巨大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冲破发展瓶颈积极引导群众参与
到乡村旅游产业中来，成功实现疫情影响下民宿平稳经营和
收入增长。

规划引领，分步实施
按照《瑶山古寨景区规划》及《贵州省荔波县国家级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建设项目总体规划》（瑶山片
区），深入挖掘白裤瑶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和地方差异，明确目
标任务，着重打造原汁原味的瑶山白裤瑶特色民宿及景区配
套项目，对谋划项目分年度实施，实现瑶山古寨景区高质量发
展。

资金整合，集中发力
根据规划建设内容整合财政衔接资金、广州对口帮扶资

金、撬动民间资本集中投入。政策性资金集中用于老旧木房
维修改造民宿客栈、环境整治、陀螺表演场建设，对村庄道路、
给排水、绿化、公厕、人畜分离养殖等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民间资本集中用于土地流转、新建精品民宿、酒店运营

管理、耗材维修、维修改造瑶山白裤瑶文化陈列展示厅、酿酒
坊、铜鼓场、斗鸟场、熬药坊、禾仓群、瑶王府、古遗址、民宿演
艺场、蜡染坊、瑶浴园等。在民宿建设、民宿经营管理上公司
与合作社各负其责，各尽所能。

做足个性，凸显差异
民宿+中药材产业。瑶山旅游的内核是继承和发扬神秘

的白裤瑶族文化，瑶山民宿在多年的管理营销中探索出一条
“民宿+瑶浴”的康养模式，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做到独树一
帜，走出产品差异化发展之路。瑶山古寨民宿为游客提供特
色瑶浴服务，每个客房配备不同大小的泡池，瑶浴药包就地取
材于瑶山，手工制作于瑶山，具有良好的人体康养作用，游客
在体验瑶族文化魅力之余，自己的身体也得到一次惬意的小
憩，同时实现住宿客人第二次消费甚至第三次消费的经营目
标。为依托瑶浴康养项目做好中药材配套产业，继续投入衔
接资金用于中药材种植，为古寨民宿提供足够的瑶浴药料，项
目群众通过种植中药材增加收入。

民宿+乡村体验。懂蒙瑶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

着力打造成为一个赋有崇尚自然、返璞归真、找寻乡愁记忆的
精致型民宿。采取“互动性+”为特色的经营模式，做到所有工
作人员既是民宿服务责任人，又是日常活动组织者，可根据当
日到店人数和客人意愿制定瑶人体验式活动，其内容包括田
间耕种、上山采摘、享用瑶家宴和观看原生态篝火表演等，通
过聚集性的方式把客人组织起来统一参与到瑶舍的活动中
来。吸引来自上海的一个家庭今年4月入住民宿一个月参与
乡村体验，9岁的孩子开心网课。

民宿+扶贫车间。围绕瑶山古寨民宿开办扶贫车间，投入
广州帮扶资金300万元创建陀螺加工车间、瑶绣坊、酒坊、陶坊
等26个扶贫车间，交由公司进行统一经营管理，辐射带动拉片
村300户建档立卡户收益分红，带动286人就业增收。

民宿+文化传承。围绕瑶山古寨民宿做足白裤瑶文化，聚
集 22名民间艺人和荔波工匠从事美术、竹编、陶艺等文化传
承，把瑶山拉片村打造成青年创业基地、人才聚集地、文化传
承地，助力乡村振兴。建设“黔游工匠”孵化基地，培育县级工
匠传承人4名、非遗传承人6名，手工技艺工作者13人，涌现出

瑶山“陀螺王”、根雕艺人等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但
戈沙》《猴鼓舞》和白裤瑶服饰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打造出“瑶族写生部落”“瑶陶工艺坊”、竹编“十二工坊”
等文艺研学园。瑶族文化写生基地，吸引各高校艺术师生及
绘画爱好者到瑶山采风写生，使瑶山风景变画景，群众变模
特，成为艺术爱好者的采风写生创作基地和民族风情展演
园。2018 年以来，瑶族写生部落共与 68 所高校达成合作协
议，75批次师生11000余人到拉片写生，直接解决群众就近稳
定就业 18 人，聘用瑶族群众担任模特 300 余人次，人均增收
3000余元。

带动群众，多渠道增收
一是以债权入股方式将衔接资金、广州对口帮扶资金

1500 万元入股公司，由旅游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实施保底分
红，并建立公司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项目扶持建档立卡农户
1500户均增收1200元。

二是投入财政衔接资金 568万元实施瑶山古寨民宿维修
改造项目，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将改造
好的民宿入股瑶山古寨景区，由旅游公司集中管理，实行收益
分红。2021年正式启用的 13间民宿营业收入达 530万元，售
出客房 7167间，房均价 739元（含瑶浴），累计接待游客 15353
人。多方资金注入改善了瑶山古寨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吃、
住、游、购全产业链，带动当地500多个劳动力参与乡村旅游接
待、旅游产品加工、导游解说、民族歌舞表演、餐饮、保洁、安保
工作、产业发展，景区工作人员中当地白裤瑶村民占 90%，户
均增收 3000元以上，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60万元，成为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样板标杆。

乡村振兴的瑶山旅游示范样板
潘丽芙

都匀：乡土人才振兴培养培训走进苗寨

《《风采风采》》布依族布依族 摄于都匀石板街摄于都匀石板街 柏时鸣柏时鸣 摄摄

《《喜悦喜悦》》水族水族 摄于三都怎雷村摄于三都怎雷村 古明高古明高 摄摄

教师用多种语言交替授课

苗族同胞聆听讲座


